
每一個世界都有無量那麼多眾生，「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只有一乘而

已，學佛只有一乘，「無二亦無三」。「二」是指什麼？聲聞 ;「三」就是指緣覺

乘，獨覺，沒有的，緣覺、聲聞沒有的，只有佛乘，這個佛乘即是大乘，三乘。何解

佛又說這些叫做聲聞乘那些叫做獨覺乘？又是佛講的，他說這是佛方便講的而已，

「除佛方便說。」除了佛講的那些方便講，有聲聞、有獨覺之外，沒有的。這個

「除」即是 except，這樣即是只有一乘了，是嗎？又說，又是《法華經》，「唯此

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有佛乘一乘，大乘，只有佛乘一乘，大乘是實的，真實

的，「餘二」，其餘什麼？聲聞、獨覺，其餘說有聲聞、獨覺都不是真的，是方便講

的，假設的而已。《法華》講了。這樣就是一乘了，是嗎？

好了，另外有一本經叫做《勝鬘經》，那本經又叫做《勝鬘夫人獅子吼經》，

《勝鬘經》，是釋迦佛對那個勝鬘夫人對答的，勝鬘夫人是波斯匿王的公主，頻婆沙

羅王的太太，(應是阿踰闍國國王的太太)很聰明的這個女子，這樣，那本《勝鬘

經》，現在《大藏經》裏面有《勝鬘經》的譯本的，又《勝鬘經》這樣說：「聲聞緣

覺，皆入大乘。」我這裏沒有引原文，它整段的，所以我沒有括弧了。聲聞乘與緣覺

乘結果都走入大乘，就是無聲聞乘；無緣覺乘的，只有一乘。《勝鬘經》就這樣講

了。還有一本經，叫做《須真天子所問經》，有個天人叫做須真天子，他來問佛，當

時是問文殊菩薩，文殊菩薩，那個須真天子問是不是個個眾生都可以學佛、成佛呢？

當時文殊師利菩薩就答他，「文殊師利言：一切皆得審當作佛，卿莫疑也。」文

殊菩薩這樣答。一切眾生，那個「審」字當決定那樣解，決定、決定會成佛的，

「卿」即是你，你不要懷疑，為什麼叫他不要懷疑？他就答那個理由了，「所以者

何」？所以我這樣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叫你不要懷疑的道理何在呢？「一切

當得如來覺故。」因為眾生，個個眾生都有如來的那種覺性的，有覺性，有成佛的性

的，這個是《須真天子所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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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麼多，所有講一切眾生有佛性與一乘的，都數出來了。所有經都數出來

了。根據了。下面我就下一個結論了，準此等經，這個「準此等經」指哪幾本？是指

那幾本，上一頁的最後那一行，《法華經》那裡起，因為上文那些我已經括弧講過

了，是嗎？準此等經，無性有情亦得成佛了。那些一闡提，就是所謂無性的那些，唯

識宗的那些所謂無性的眾生，不能成佛的有情亦可以成佛了。

聲聞又成佛，獨覺又成佛，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不止無性有情可以成佛，一切

聲聞皆有可轉小為大的業，所有的聲聞乘的人都可以轉。原來小乘轉為大乘都是這樣

的道理，根據《法華經》就這樣了。經就齊了，答不答得到？別人問你，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怎樣來的？你答不答得到？原原本本就是這個。論就是什麼？

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佛就說了那本《大般若經》，《大般若經》裏面就很

大的，600卷那 多，其中有部分很重要的，分做十六部分，第二部分很重要的，龍麽

樹菩薩就替它做注釋，龍樹菩薩的那本注釋就叫做《大智度論》，「智」就是般若；

「度」就是波羅蜜多，那本經叫做《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就譯做《大智度經》，龍樹

菩薩就解釋《大智度經》裡面的重要部分，所以叫做《大智度論》，明白嗎？是這樣

來的，《大智度論》。你現在講大乘佛法，最重要的就是空、有兩宗，是嗎？空宗最

重要的那本書在中國人來講就是《大智度論》了，一百卷，很大的一套，如果你們學

佛的，學到差不多時，這部書就最好能夠看看，舊時《大智度論》就很難看的，現在

很容易看，比較容易一倍，何解呢？

因為台灣的那位印順和尚，將它來標點了，用新式標點，這樣就容易看了，用了

新式標點。有新式標點後，現在很多人將它印來送給人，在香港很容易得到的，以前

我在能仁書院做院長的時候，曾經怎樣？拿了四十套來，那些研究讀碩士的學生每人

我送一套給他，其他的人，外面的人又來拿，拿完了不夠了，四十套全拿完了，再

問，我說還有沒有？我都不知問哪個，總之問一位大師，我叫人問的，他又拿六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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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印這些就真是功德大了，印經這些都要講效果的，又全送了給人。現在最好有人

熟台灣的人，找到他那一套台灣影印的《大智度論》，標點的，那個標點是什麼？印

順和尚標點的，很靠得住，印順和尚標點的。《大智度論》怎樣講呢？你看看。

他說：「有四種道」。這個「道」是指方法，有四種修行的方法，哪四種道？第

一種，「人天道」，做人與生天，修行的方法，即是五戒與十善，「三乘道」，三乘

是什麼？聲聞乘、緣覺乘，緣覺乘即是獨覺乘、大乘，三乘道，人天道加上三乘就是

四種，是嗎？「為四」，總共四種。唯識宗將人天道劃開兩種，一種是人乘，一種是

天乘，是嗎？他就將它合併成四種，一樣的。

四種之中，三乘其中最高的是菩薩乘，大乘即是菩薩乘，菩薩乘即是菩薩所修行

的法了。「菩薩法應引導眾生著大道中」。三乘道之中，菩薩道就應該怎樣？應該要

引導那些眾生，「著大道中。」「著」即是附著，依住，「著」即是依住，黐住，即

是依著，依著這個大乘道去修行，應該主要就是令到眾生入大乘道的，「若爾任入大

道者，著三乘中。」不是！這個眾生「入大道」中，指什麼？

三乘道，不是指人天道，「大道」指三乘道，「若爾任入大道者，」如果那種人

是有資格入三乘道的，「入大道」的，就「著三乘中。」帶引他依著三乘去修行，這

種三乘道都可以入涅槃的，「人天」他就沒有說了，人天道就不是求涅槃的，「若不

任入涅槃者。」「任」即是能夠，如果不能夠入涅槃者，就「著人天福樂中。」就教

他修人天乘，五戒、十善那些，生天或者做人享福樂，這樣享福樂，那將來就不能成

佛了？不是，暫時在人天修一下行，做涅槃因，令他行一些善，做將來得涅槃的，將

來轉入大乘得涅槃的因。在人天乘種下這個涅槃的因，即是人天乘的人將來也有機會

入涅槃，有機會成佛了。《大智度論》就這樣講了。有這樣就有經論為據，一切眾生

都可以成佛。

好了，引了它之後，下面了，「准此」，「准」即是依據，依據上文的那些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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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有一個結論了，「決定無有無性有情」，「無性」即無佛性的，「有情」即是眾

生，沒有的，沒有這種眾生的，個個都有(佛性)的，「而深密經及瑜伽等，定不成

者，約根未熟時分而說。」而《解深密經》，即是我們現在講的這本，與唯識宗依據

的那本《瑜伽師地論》等的這些經，「定不成」，有些眾生是決定不能成佛的。它就

這樣講，《解深密經》就這樣講，這些是何解？如何解釋？

「約根未熟時分而說。」「約」即依照，依照他的善根未曾成熟的時候，「時

分」即是時候來講的，「非謂決定不成佛也。」並不是說他以後都不成佛的、決定不

成佛的。依據上文的那些經就這樣講法。這樣就好似理由十足了，是嗎？好了，還有

了，還有些人講又有化城，又有什麼的，這樣又怎麼講法呢？

下面，看下面：「法華第三卷云」，《法華經》第三卷云：「我滅度後，復有弟

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入於涅槃。」他說：

我涅槃之後，我滅度之後，還有些弟子，這些弟子「不聞是經」，未曾聽果我講這本

經，「不知不覺菩薩所行。」他不了解菩薩所修的行是要成佛的，他不了解。「自於

所得功德，生滅度想。」他自己修行修到差不多，他可以入涅槃了，對於他自己所修

的功德認為可以涅槃了，他就去涅槃了。有一種這樣的人，他就入了涅槃了。「我於

餘國作佛，更有異名。」

他說其實不是的，我又在第二個世界裏面做佛，又成佛，又做佛，另外一個名不

是叫做釋迦佛，「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這個眾生在這裏，他雖然想入涅槃

了，入於涅槃，實在他是怎樣？我接他去我的那個世界處，「而於彼土。求佛智

慧。」走了去另外一個世界處修行，再求得佛的智慧，轉入大乘。《法華經》了，所

以佛經裏面有很多葛藤就是這樣。好了，這即是說什麼？根據這一段，那些小乘人所

謂入涅槃是假入的，是被佛接了他去第二個世界裡修行。

好了，《法華經》這樣講，還有另一本呢？《涅槃》了，「又涅槃經二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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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獨覺。八萬、六萬、四萬、二萬、一萬住處。名為涅槃。」這個世界多了！地方

多到極，個個修聲聞乘的人說入涅槃，那些修獨覺乘的人又說他入涅槃，其實他是走

了去另外一個地方住，這個世界無量，有多少地方？有「八萬、六萬、四萬、二萬、

一萬」這麼多住處，這麼多地方住處，實在他去那邊修行。我們就說他入了涅槃，

《涅槃經》又這樣講了。這即是講同是《涅槃經》內，其實都很多矛盾？是嗎？

「又楞伽第四頌云。」又《楞伽經》第四卷一首頌，那首頌怎樣講？「譬如海浮

木，當隨波浪轉。」譬如他在大海上浮著一條木，那條木跟著那些水又起又落就轉

了，轉動了，跟著那些水流而轉動，「諸聲聞亦然，相風所漂蕩。離諸隨煩惱，熏習

煩惱縛。味著三昧樂，安住無漏界。無有究竟趣，亦復不退還。得諸三昧身，無量劫

不覺。譬如惛醉人，酒消然後寤。(那個酒字)。得佛無上體，是我真法身。」這是

《楞伽經》講。

好像那些修行的人，隨著什麼？好像那些「海上浮木」一樣，浮到怎樣就怎樣，

隨它浮到哪處，修行的人亦都是與那條木一樣，怎樣呢？「諸聲聞亦然。」那些修小

乘行的人也是一樣，「相風所漂蕩。」那個「相」字有兩個不同的解法，種種形相的

引誘、吸引，被那些「相」為風來令到他起煩惱，就是「相風」；第二個，「相」字

第二個解是指名相，名相，學經學那些名相，經說入涅槃，又如此這般，跟住去修

行，就被這些名相之風飄蕩。

兩個解中是以第一個解為基本，他因為被外面的那種形、相的風，生、住、異、

滅等等的種種相來飄蕩他，他就起覺悟去修行，就「離諸隨煩惱」，就離開那些煩惱

了，就怎樣？「熏習煩惱縛」，離開了煩惱的熏習，離開煩惱的現行，離開煩惱的熏

習，離開煩惱的束縛。能夠這樣，他這種人就成羅漢了。

「味著三昧樂」，其實他是入了定，「三昧」即是定，samadhi，「三昧」這個

字梵文是 samadhi，samadhi舊譯譯做「三昧」，新譯就譯做「三摩地」了。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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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concentration。「味著」在定，入了定裏面，他就是說那些聲聞乘、小乘的人

說入涅槃，實在是入了三昧，「安住無漏界」，住在沒有煩惱的那種情況處，那種境

界，他說，這種人你以為他真是證涅槃嗎？不是的！他這種人「無有究竟趣」，沒有

結果的！這種人一路在這個定中是沒有結果的，要另外出定，再起來修行。

他「亦復不退還。」但是他大概是修行都好，他也不會退墮回來輪迴。「亦復不

退還。」他所得即是怎樣？是不是沒有生命？有！所得的是「三昧身」，「三昧」的

生命，定的生命。那麼定多久？他說很慘！「無量劫不覺。」在無量劫裡面都不醒

的，不出定，「不覺」，在定裏面又怎樣？「譬如惛醉人」，好像飲醉酒那種人那

樣，大醉沉沉那樣，要「酒消然後寤」，一定要那些酒氣過了然後他才醒，那些聲聞

乘入了三昧之後，他說入了涅槃了，其實是入了三昧，入了禪定，無量劫都不醒。

其實他死了，離開這個身，他另外起一個三昧身，在三昧身，在三昧境界裏面，

要等到怎樣？等到無量劫之後，醒來，出定了。這樣，好像飲醉酒的人，要酒氣消了

之後才「寤」。那時他怎樣？「得佛無上體」，再修行大乘，得到佛的無上的法身

了，這個「體」了。證得這個法身，「是我真法身。」這個「體」，「無上體」就是

我釋迦佛的法身，他那時就證得我這個法身。

如果照《楞伽經》這樣講，小乘人沒有得涅槃，小乘人都是成羅漢，「涅槃」

者，是入了一種定，在定裏面沉沉大醉那樣，無量劫，將來他還是要出定，出定的時

候，因為他沒有了煩惱，他不會輪迴苦的境界，他就變成有一個地方讓他修行，是不

是？還有，是不是只是《楞伽經》講？世親菩薩造了一本經，有一部書來解釋《法華

經》的，叫做《法華論》，《法華論》中國有譯本，《法華經論》，世親菩薩造的。

「又法華論云：實無而有增上慢人，以有世間三摩跋提，實無涅槃，而生涅槃想。」

他這樣解，解《法華經》上文那一段的。

他說世界上有一種眾生，「實無而有」，沒有那種東西說有那種東西，即是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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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涅槃可入，他又說自己入了涅槃，「實無而有」，那種人是「增上慢人」，即

未得到就說得到，未證又說證到的那種人是「增上慢人」，他「以有世間三摩跋

提」，「三摩跋提」即是定，定，因為他有了世間、入了世間的定，其實他沒有入涅

槃，「實無涅槃」。「而生涅槃想」。他以為我現在入了涅槃了！

這樣，於是佛、釋迦佛就「對治此故，就說化城譬喻應知。」佛要對付這種人，

對治這種人，就說就說「化城」的譬喻。何解？佛，那些聲聞乘的人他以為入涅槃，

實在不是入涅槃，當他入涅槃的時候，他走了去另外一個國土處，好像一個化的城讓

他在那裏暫住，在那裏修行，在那裏修行轉成佛。那些人所謂的入涅槃，實在他沒有

入涅槃，所以佛就講了化城的譬喻，我們應該這樣了解。「又云：第四人者，方便令

入涅槃城故。」

《法華經》的論又這樣說，「第四人者」，即是那些羅漢的人，第四果的人，佛

就指導他，用方便的方法，指導他，令他入「涅槃城」，其實這個「涅槃城」是化城

來的，不是真的涅槃，所謂「涅槃城者」是什麼？實在就是「諸禪三昧城」。入了定

的境界，在定的境界的那個城裏面修行，「過彼城已」，入了城之後，過了那個「彼

城」之後，就有另外一個地方給他修行，「令入大般涅槃城故。」就入了大涅槃城，

將來再入大涅槃城，即是說小乘人沒有涅槃的。是在另外一處地方修行而已。

還有一些慘到沉沉大醉，在定裏面無量劫都不醒，醒了還要修行成佛，故沒有小

乘涅槃。好了，根據《楞伽經》和《法華論》等，我就來一個結論，不是我下結論，

這個結論是圓測法師的結論來的。我這些是在圓測法師的疏裡抽出了的，不過我將它

來標點，將它來提綱挈領那樣解。你們看就難看一些，你看完之後再看《解深密經》

圓測的疏。「准此等文，瑜伽所說，無餘涅槃，即彼楞伽所說三昧樂定。」是嗎？

「准此等文」即是依照《法華經論》與《法華經》，第三卷《楞伽經》的那些

文，我們就知，就可以判斷說，唯識宗的那個《瑜伽師地論》所講的，與《解深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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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所講的那些所謂小乘聲聞的人可以入無餘涅槃，其實他不是的，「即彼楞伽所說

三昧樂定。」實在好像所謂小乘人涅槃，只是《楞伽經》所講的那種三昧樂，定中的

快樂的定，何解又叫做涅槃呢？他雖然入這種定，下面：「離分段故，名為無餘」。

何解又說他無餘涅槃？佛豈不是講大話？

他說：不是，暗示，因為眾生的生死有兩種生死，你們將來的生死都是兩種生

死，一種叫做「分段生死」，一種叫做「變易生死」，「變」就變化的變，「易」就

改換的易，怎樣叫做分段生死？前一段，後一段不知前一段的事，你今世不知前世

事，來世不知今世事，一節一節，一段一段，是嗎？

變易生死就不是了，那些聖人的，兩種人有變易生死的，照唯識宗的講法，第一

種那些大乘的人，見了道之後，他是聖人了，仍然是在生死輪迴入面，他很定，入胎

的時候他知道我現在入胎，出胎的時候我知道出胎，自己知道。在定中他能夠回憶到

前生的事，不過那個形式變化了，其實很多人這樣問，既然有輪迴，何解我們不記得

前世的東西？不止前世東西你不記得，去年年初一你做過什麼事？今天年初一問你舊

年年初一做過什麼事，你都不是記得很清楚的，是嗎？何況前世？是嗎？

而且這樣，你分段生死就不知，他變易生死的那些人是知道的，是嗎？你不知道

就不知道嗎？別人有些是知道的，是嗎？那些大乘的見道以後的菩薩，變易生死，現

在那些西藏人，那些喇嘛修行成就的，就會怎樣？變易生死的，他臨死的時候他就說

好，去哪裏投生了，都不知是不是的。班禪又死了，是嗎？

聽眾：最近死了。51歲而已。

羅公：這麼短命。唉。

聽眾：51歲，好高大的。

聽眾：可能心臟病。

羅公：吃得肉多，又有老婆，是嗎？西藏人最多心臟病的，無菜蔬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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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他都是黃教的。

羅公：黃教的。他兩師兄弟輪迴轉生的。

他就說，他變易生死，臨終他先說定，怎會說定？心臟病砰一聲就死了。那些人

去找他，找回來，很兒戲的，找回來，找回來，給他生前的東西給他認，他找很多個

回來的，看看誰走運，剛好有部經在那裏，有串佛珠在那裡，那個他什麼都不要，一

見到就抓那件東西，啊！他認得，認得前世的東西！那本經了！有時幾個都一齊抓同

一樣，這個我找回來的！我這個才是，那個他找回來，說那個才是，那怎樣？搞出事

了！搞出事，乾隆皇帝見到，中國有個欽差大臣駐扎在西藏的，那個欽差大臣報告給

乾隆皇，有件這樣的事，爭呀！幾個喇嘛，那個活佛轉世，去找了很多個，怎麼辦？

於是乾隆王說，中國人真是聰明了，皇帝嘛！我是真命天子，我賜一個金瓶，西

藏人叫做奔巴，金奔巴，我用黃金造一個瓶在那裡，將那幾個孩子的名放下去瓶裡，

那個欽差大臣代表我，向佛祈求，請佛加被，將它夾起來，夾到那個就一定是真的

了！如果假的就不會夾到了！是嗎？那個行運的就被他夾到了！那個就是了！御賜金

瓶嘛！現在那些人盲目地見到那些喇嘛就崇拜，崇拜班禪有什麼好處？他自己都泥菩

薩過海，自己都搞不定，還不是與我們一樣？是嗎？我們還會吃一下齋，他們日日吃

牛肉，日日吃羊肉。

聽眾：他大半世都是住在北京的。

羅公：什麼？

聽眾：他大半世都是住在北京的。

羅公：是呀！是呀！

聽眾：什麼時候回西藏？

羅公：民國之後他來的，段祺瑞……

聽眾：……

羅公：被達賴趕走他，他走來，他經印度來了。那時候段祺瑞做執政，他就來了，段

祺瑞將他來安置，在民族委員會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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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時很小而已！

羅公：不是，那時是這個老班禪，這個是第三個了。

聽眾：第三個了？

羅公：是呀！這個是第二個，快來第三個了，現在共產黨找人替他找他轉生的那一

個。

聽眾：政治化。政治化是這樣，弄把戲。

羅公：其實乾隆王那一套不也是弄把戲！

還有，現在達賴就說是真的，其實那些黃教的人很多都說現在這個達賴是假達

賴，第七世為止就是真的，真達賴已經死了，這個是假達賴來的。這個轉生的這個是

假達賴來的。何解呢？那個真達賴找來了，誰知另外有一個軍人，他要擁護那個假達

賴，與這個打，這個不夠他打，那個假達賴就變成了真的，那個真達賴就變了階下

囚，抓了做俘虜，那些人說那個是觀音菩薩化身，觀音菩薩怎會被你俘虜？那些人真

是戇(傻)的。這樣那些人又不敢殺他，因為他又說他都是活佛嘛！不敢殺他。他請

示，何解會捉到他？原來是這樣，那個真達賴被一個回教部落的酋長支持，回教徒。

那個真達賴就這樣；那個假達賴是清朝支持，清朝的君主支持，成者為王，敗者為

寇，打贏了的那一個，清朝的人打贏了，俘虜了那個真達賴，真達賴就變成了假了，

假達賴就變成了真。

聽眾：以假亂真。

這樣，清朝就要他、將真達賴解去北京，當囚犯那樣解了去北京，解到半路，那

個真達賴就跳水，不知還是怎樣死了，一說沒有死，被別人救走了，那個真達賴別人

說他是什麼？觀音菩薩化身，你看看那本《達賴七(六)世的情歌》(《倉央嘉措詩歌》

倉央嘉措(1683－？第六世達賴)，有本書，中文的大陸有本譯本，原來他那個真達賴

去到就處惹女子的，見到人家靚些，他又走去整首歌，撩一下人，那樣的，那個所謂

真達賴，後來被人俘虜了就沒有得講了。那些詩很好，那些情詩。那些西方人就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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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西藏文，將達賴七(六)世的情詩譯了出來。你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找一找就會有

的，《達賴七(六)世的情詩》會有，《達賴七(六)世的情詩》與《密勒日巴尊者傳》

(密勒日巴尊者 1052-1135)，有，多倫多大學有。

聽眾：不過密勒日巴尊者很好的。

羅公：什麼？

聽眾：密勒日巴尊者很好的。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密勒日巴尊者。

羅公，是，密勒日巴尊者的傳有。

聽眾：密勒日巴尊者很好的。很好修行。

羅公：是，密勒日巴尊者很好的，飲酒的，又有老婆的。密勒日巴。不過這個人是聖

人來的，那個達賴那些是政治作用而已，我們不用太認真這些，這些東西。

聽眾：什麼第幾世，第幾世都是他們那些人作出來的。

羅公：不是，它的第一世是宗喀巴的徒弟。

聽眾：我想都是那些人作出來的。

羅公：不是，是有個第一世的人，那個就叫做達賴，真正是達賴。

後來那個達賴死了，那些人就找出來轉生的是第二世。第一個達賴很好的，第一

個達賴是西藏國王來的，他捨棄王位走去出家的，這樣捨棄王位出家，但仍然是兼國

王的，所以西藏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凡是一種事情，學什麼都好，宗教也好，什麼都

好，要「多聞闕疑」，不要人云亦云，是嗎？好了，有兩種生死，無餘涅槃你說了，

「無餘」者，沒有了其餘的那種分段生死了，那些是聖人，一種是大乘的人，那種聖

人就沒有分段生死了，只有變易生死，變易生死他不怕的。

所以那些人害怕，又說將來我又修行又再落地獄那如何是好？你肯精進修行，見

了道之後怎會？不容易。亦有這樣的，不是說沒有，是嗎？不過不容易讓你會再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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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第二種人又變易生死的又怎樣？第二種就是那些小乘的人，小乘的聲聞與獨覺都

是。他怎樣呢？他本來就已經可以入涅槃的了，後來他聽聞大乘經，好像須菩提、舍

利弗那些，聽了大乘經之後他就回轉了心，回心向大，重新入大乘，再發大菩提心。

這樣再在十信、十行、十迴向這樣修上去，那種人，但是他們這種人非同小可，

你不要以為他十信，這樣我也「十信」了！你的十信與他的十信是不同的，他們是已

經證得阿羅漢果而轉大的「十信」，神通很大的，他要了結生死的，要了結有漏的生

死那種。那種人怎樣？好像舍利弗、須菩提那些怎樣？表演一套，示現，即是英文的

所謂 perform，表演一套涅槃，現在入涅槃了，他死了，他入涅槃。

實在他不是涅槃，他這個身體不要了，這個身體入了滅盡定之後，再在那裡出

定，另外起一個，起一個，另外一個身，一個化身，另外起一個化身在這個世界裡面

找功德做的，你們見不到他的。那些天人都見不到，那種，那種，那種變易生死很長

命，長到差不多上下他就死，死了之後又去生，經過三個無量劫修行的那種聲聞，那

種聲聞。如果是大乘的那些，第一個無量劫圓滿然後見了道，見了道之後再過兩個無

量劫，他都要三個無量劫成佛，聲聞與獨覺，這種人又是變易生死。

這樣，這種人，好像舍利弗、目犍連的那些，佛在世上，佛說大乘經，他們有得

聽，他已經回心向大了。現在斯里蘭卡的那些只是修小乘行的，沒有大乘經的又怎

樣？他現在入涅槃了，這就看他兩種人了，一種是沒有成佛種性的，唯識宗講，那些

他就人涅槃了。那些有成佛種性的，那些叫做不定種性的聲聞，他將近入涅槃的時

候，會有些大乘菩薩來警告他：你應該要回心轉意，再發大菩提心修行大乘，不要入

涅槃。

這樣他那個時候再發菩提心，就示現一套假涅槃，另外起一個化身，變易生死。

都有兩種的，修小乘行的人也有兩種的。如果在世的時候，能夠在未死之前能夠學大

乘就固然自己回心向大，不會了，都死了，入無餘涅槃了，那時候文殊菩薩這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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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菩薩那些就會警告他了，文殊菩薩專門做這些事情的，人家那些小乘人將近入涅

槃，他就去叫警誡他了。警覺的時候有人在那裏彈指警覺他，你不要涅槃。

聽眾：即是分段生死，是凡夫的？

羅公：是，凡夫的。

聽眾：這個變易生死……就是聖人？

羅公：這個變易生死就是聖人。

聽眾：羅教授，既然菩薩，是不是變易生死？

羅公：菩薩：修行大乘就是菩薩。

聽眾：就是有沒有變易生死？

羅公：菩薩，未見道的菩薩就是分段生死，見了道的菩薩就是變易生死。

聽眾：哦！他們也有變易生死。

聽眾：一日不成佛一日都有變易生死。

羅公：什麼？

聽眾：一天未成佛，都是有變易生死，菩薩他是等覺位而已。

羅公：是。

聽眾：還有一份無明未破。

羅公：好了，因為他離開分段生死，所以叫做「無餘」。「非實無餘」，並不是真真

正正的連生死都沒有的無餘，「有變易」，因為他還有變易生死。聽不聽得明

白？關於一乘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主要的依據就是這些了。本來就可以十拿

九穩了，是嗎？誰知有那本《解深密經》，你說你《法華經》是佛說，《解深

密經》也是佛說的，但是佛這樣講，到底是誰對呢？官司就在這裏了。

聽眾：如果這樣，豈不是佛自己與自己打官司？

羅公：什麼？

聽眾：佛自己與自己打官司？

羅公：這樣兩者之中是不是有些假的？不是這邊真就是那邊假呢？抑或是兩個都對

呢？如果你說個個都成佛才對，這個《解深密經》不對，你說它如何不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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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解深密經》的理論非常之、這一派的理論非常之周到，就說你的講法不通

的，理論上它又很堅決的，很周密的，普通說兩個都對，你說它兩個都對，又怎樣對

法呢？是嗎？好了，其實後面結論就是兩個都對的，何解呢？我講給你聽，先講給你

聽。

第一頁，《涅槃經》第七卷：外道所執的「二十五有」之中有沒有我呢？這句你

不用理它，佛言，佛答：「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如來藏就是佛性來的，

「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就是我的意義了，「我」字的意義了。這樣即是這個佛性是如

來藏了，是嗎？個個眾生是如來藏即是一定成佛了！唯識宗的人解答，個個眾生都有

真如佛性，但是不是個個眾生都成佛，是個個眾生都有真如而已，山河大地樣樣都是

真如為體的，是嗎？所以並不等於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

第二，第二段，第二十五卷：「眾生佛性不一不異，諸佛平等猶如 空。一切眾虗

生同共有之。」即是說一切眾生都是同一個如來藏，是嗎？唯識宗又說，對！你講得

對，個個眾生都是同一個真如，即是對於這個真如佛性即是真如，唯識宗全部說是對

的，你講得對，爭論不是在這裏，爭論是在第二部分了。「又第二十七云：師子吼

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涅槃經》有一品叫做〈獅子吼品〉，什麼叫

做獅子吼？我好像不怕人的，我說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的！

這又怎樣呢？唯識宗解答它這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兩個講法，你說一切眾生

都有佛性，這個佛性就是真如就個個眾生都有了，是嗎？不用的，不用爭。如果你說

修行成佛的，它說，當時佛對那些不定種性的人講，那些，鞭策那些不定種性的人，

令到他去發菩提心，追求佛果，鼓勵地講，好像一個人他有十個兒子，有一個兒子蠢

到好像幾乎白癡那樣的，但是有些很聰明，父親叫兒子，個個都可以做科學家的，個

個都可以做大工程師，只要你努力，個個都可以的！

其實那個父親不是不知道那個最蠢的兒子搞不定的，他不是不知，但是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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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兒子大家的時候，就一定要鼓勵那些可以做得到的人，不是等於真真正正是說個

個眾生都可以成佛。所以說根據這裏，這部經就說不行的。你這樣講，一講到辯論的

東西就好像打官司一樣，現在就兩邊打官司，你自己做，你做法官了。你說，《涅槃

經》講都假嗎？別人也會說《解深密經》難道也是假嗎？

你說，你那本靠不住，難道你那本就靠得住嗎？一樣是靠不住。所以搞到問題就

是所有大乘經都靠不住？是嗎？好了，「譬如有人家有乳酪。」譬如有一個人，他只

有什麼？那些奶漿，那些牛奶、牛油的漿，酪漿，乳酪，有人問他：你有沒有芝士？

有無酥？酥即是芝士，其實他未有芝士。他說：有，其實不是真的目前有，但是將來

會有芝士的，因為他有乳酪就可以做芝士了。

根據這一點去鼓勵那些眾生，故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並不是真的個個眾生都一

定成佛的。這個「行」可以成佛的，唯識宗就是這個講法了。第三、「又三十三卷，

一切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有佛性」，他說這個是「真如性」大家都同

有，「皆同一乘」，大家都是修行，同一個什麼一乘？是同一妙道去修行，都是什

麼？無上妙道，同一條路去修行，同一解脫，大家都入涅槃。

涅槃的體的解脫是一，大家都是涅槃，大乘又是涅槃，小乘也是涅槃，不過大乘

就是無住涅槃，他能入得涅槃而不入，他不是不能入涅槃，「一因、一果、同一(甘)

露，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他說「常」，真如佛性是永恆的，「常」。是

嗎？入了涅槃之後沒有苦，假名為「樂」，是嗎？不受生死輪迴與世間的拘隔，所以

叫做「我」，無漏所以清淨，絕對的、一味的，入了那種境界，不是等於個個眾生都

成佛。

好了，到了這個解答，上面就這樣了。到《法華經》解答這個了，「十方佛土

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真。」佛在《法華經》會上，他說一切眾生都可以修行成佛來鞭策那些人，誰知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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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聲聞全部都不聽，離席走人了，剩下那些不定種性的人在那裡肯聽，這樣那些

就一定成佛了！剩下的不定種性的人。

《須真天子所問經》又是說：文殊菩薩針對那個須真天子，鞭策他，叫他發菩提

心求佛果，他懷疑，所以文殊菩薩叫他不要懷疑，所以上文引的，都不能夠做得個個

眾生，那些無種性的眾生都可以成佛，不能夠做得這樣。不能夠決定性證明，又不能

夠否定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至於《智度論》就說那些人天乘的人可以種涅槃的

因，種涅槃因的人緣未熟，因緣未熟的那種人就可以在這裡種到涅槃因，那種無種性

的人是種不到的。他說，根據《大智度論》這一句都不能夠決定地證明的。

好了，至到第三下面，他說，佛說：小乘的人沒有入涅槃，不過我在另一個世界

裏面做佛，他是生在我那裏修行而已。他說，這個講法就對了。這是說什麼？這是對

那些有大乘根性的小乘人講的，他將近要入涅槃的時候，將近要入涅槃的時候有文殊

菩薩或者佛那些來警覺他：你趕快發菩提心，你不應該入無餘涅槃，於是他就轉變易

生死，不入無餘涅槃。

這就對了，你這樣解釋，我就這樣解釋，還有什麼？八萬、六萬、二萬、四萬怎

樣？八萬、六萬、二萬、四萬就兩方面講，一個是地方，那些變易生死的人有很多地

方可以住，有些尤其是那些一路一路修行的時候，修到他見道的時候就可以去那些報

土，未見道就另外有一些，另外有一些境界可以住，變易生死的，有的，從地方講八

萬、六萬，何止？如果從時間講，有些就八萬劫，有些就六萬劫然後才入見道的，解

釋。這樣一解就消解了他的那些證據，不夠噹噹聲響了，是嗎？現在它就提出來，我

《解深密經》也是佛講的，你就不敢否定它，佛這樣講。你所謂個個眾生都成佛，並

不能夠否定我說有些不成佛的，因為那些不成佛的已經走光了，他現在對那些、鞭策

那些可能成佛的，那些不定性的眾生，無礙的。

聽眾：事實上個個都可以成佛，不過他的根性未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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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這個是這樣講。

聽眾：根器未熟。

羅公：他就是，這個講法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那種臆想的講法，無始以來他那個生命，

即是他的第八識裡面，是不是個個都有成佛的種子？是嗎？

聽眾：應該有。

羅公：應該有，你說應該有，他說應該無，你如何否定那個應該無？即是說，中國

人，從前孟子主張人性個個都是善的；另外有個荀子就主張人性個個都是惡

的；儒家都兩派。孟子講句話，他說「人性之善」，人性是善的，好似你這樣

講，人性應該是善的，猶如水一定向下面流的。「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

也。」他說人性應該是善的，好像水一定應該向下流的，不會向上 的。另外飈

一個駁他：我主張性惡的人也可以這樣說：「人性之惡也猶水之就下也」可以

嗎？

聽眾：但是你一個人一出世的時候，他什麼都不知道的，他的那個八識田中，因為對

於這個六塵才有這個十二因緣起，這樣才會生惡而已！如果不是就一定是善

的。

羅公：是了！你就是，所以說中國人思想，八識的生命當時是無記心來的而已，不是

善的，無記心可以成佛嗎？無記心不能成佛的。

聽眾：他都是有善惡的種子在這裡的。

羅公：什麼？你怎知他有？

聽眾：如果不是怎樣可以為善、怎樣為惡？既然是無記。

羅公：惡種子一定有的。

聽眾：那麼善種子也有。

羅公：怎知他有？善有兩種，一種是善到可以成佛的，一些只能是善到人天。

聽眾：所以他說，現在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嘛！

羅公：是。

聽眾：這樣表明是善的。

羅公：是了，人之將死，儒家這句話……

聽眾：他很惡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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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所以就是，這個不是科學的定律來的，是嗎？這個曾子當時這樣講，人之將

死未必其言一定是善的，曾子臨死就講「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是，這不是決定性的，人之將死不一定是善的。這個不是，這不是科學

的定律來的，這個是人情上是如此，我們不能夠引它做科學的定律，如果你這

樣講，你如何消解起(解釋)這個《解深密經》講的這個呢？是嗎？你說他未成

熟，他不是說他未成熟，是決定決定不成佛的，它是這樣講。

聽眾：他不修行就不成佛了。

羅公：即是說有種人是不修行的。

聽眾：他不修行的。

羅公：他不修行的，有種人是不會修行的。

聽眾：但是他仍然有佛性，不可以說……

羅公：佛性，這個真如佛性，

聽眾：仍然有，你說屎屎尿尿都有的嘛！

羅公：有了，有佛性，喂！有佛性，真如佛性個個有是承認的，不是說沒有，但是現

在問題是，是不是個個能成佛？

聽眾：他不修行就不成。

羅公：不修行就不成了，他有些眾生不修的。

聽眾：有些眾生不修的。

羅公：不修行就不成了。這樣即是有一種眾生不成佛了。

聽眾：但我想他過了幾個劫他都會成佛的。

羅公：這樣是你想的而已，是嗎？想而已，我們不能想的，不能靠想的，是嗎？

聽眾：那麼種性有沒有改變呢？

羅公：什麼？

聽眾：有沒有會改變呢？

羅公：有，兩派，一派說可以改變，改變，可以改變；一派說不可以改變。

聽眾：何解不能夠改變呢？

羅公：什麼？何解可以改變呢？

聽眾：他修行，他緣起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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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他不會修行。

聽眾：你怎知道他不會修行呢？

羅公：你怎知道個個都會修行呢？你統計過沒有？你全部 check過沒有？

聽眾：他聞佛法的時候就可以有起這個，起這個……

羅公：有些人他不聞佛法，他不聞佛法，會不會有些人不聞佛法？總之這句，你不能

把無量眾生將他們全部 check過就不能下定律，是嗎？就不能下定律，是

嗎？不能下定律。如果……

聽眾：它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法華經》說的。

羅公：是呀！但是《解深密經》也說有些眾生決定不能成佛。它說「一切眾生皆有如

來智慧德性」，就等於對那些不定種性的人的鞭策，等於那個有十個仔裡有一

個蠢到了不得的，幾乎白痴，個個只要肯，將來個個都創事業，個個都有資格

去做大總統的，一定可以的！他不會因為只是說你是好的！你是壞的！他不會

這樣講的。是嗎？所以現在就這樣，現在我兩邊的資料都給你們，你們自己去

找，是嗎？你不要跟我，我一早就聲明，你們不要跟我走，我就決定要說有些

眾生是決定不能成佛的，你不用，你說根未熟？是了，即是有些是根可以熟，

有些是根不能熟，你有無 check過那些眾生？不可能(有些)眾生個個將來都可

以根熟的，是嗎？check不到的，是嗎？

聽眾：佛即 check到，我們 check不到。

羅公：這樣你，佛 check這個結果他就是說不行的。

聽眾：但是他又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羅公：是呀！如來智慧德性是有，有如來智慧德性，有如來智慧德性，或者他同時又

有一個可能，有如來智慧德性不是一定成佛，一切眾生個個都有被選為總統的

資格，但不是個個做總統，是嗎？「皆有如來智慧德性」，是呀！你一方面有

如來智慧德性，但是有種眾生煩惱重到極，永遠遮蔽著那個如來智慧德性的，

會不會這樣？

聽眾：會，他跟住說，「妄想得而不能證聖道」嘛！他自己說的。

羅公：是。這樣他不會。所以有一種眾生會這樣的。這樣即是這種眾生不能夠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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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嗎？這樣，大概印度人在當時就不大討論這個問題，中國人就討論，因

為中國人就受了儒家的影響，「人皆可以為堯舜」，尤其是孟子的影響，人性

皆善，如果人性佳善，孟子的理論就靠不住了。人性惡，因為人性裏面都還有

善，都還行，有嘛！皆有如來智慧德性，但有很多惡人，永遠不做善的，何

解？因為惡的勢力強，而且心理學上都證明，惡性的人多過善性的人，朋友友

誼，現在那些講倫理學的，都是什麼？因為講一下義氣，講一下義就大家有

利，不講義就大家都沒有利。我們想求趨利避害，我們要講朋友，要講義氣

了，不過如此。這個都是利己心而已！不是真是大慈大悲的。現在這個功利主

義的講法，孝是天性，還有一些人說連孝都是利己心去出發的，因為何解？

聽眾：都是互相利用。

羅公：是。

聽眾：如果沒有互相利用，這個世界也不成了。

羅公：互相利用，這個不是善性來的，裏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善，不是善性的。

聽眾：熏習會不會影響？影響裏面的那個……

羅公：是可以影響，如果佛性先，你一談到佛性就先要是不是指真如，最不好是混

亂，是指成佛的那種性，你既然說一切眾生一定有成佛的那種性，對方又說有

些眾生一定不會成佛的，有一種決定不成佛之性都可以的。是嗎？

聽眾：即是一種理論就說熏習不行，一種說行？

羅公：是！有一種，你說善性可以熏習得惡，是嗎？我就說，惡性又可以熏到你不能

成善。

聽眾：所謂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這樣。

羅公：是嗎？他無明力太強，熏到你這些無漏善的種子不得起，你說，我無漏性的種

子將來有機會起的，是了！你強的時候就可以起了，但是你要強過那些有漏種

子才行，強不過的時候就不行了。

聽眾：即是那些黑很容易遮蓋那些白，那些白難遮蓋那些黑？

羅公：不是說不可以，我先算你平等，是嗎？我算你是平等的，一樣的，平等一種你

就夠弊了，大家勢力勢均力敵，你想一想，你主張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抑或

主張一乘的，就是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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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願能幫助嗎？

羅公：什麼？

聽眾：願能夠幫助嗎？

羅公：願嗎？

聽眾：他說一切眾生皆可成佛而已！沒有說一切眾生決定成佛！那又不同了。

羅公：沒有說決定成佛，這即是說有些不能夠成佛。是嗎？即是有些不能成佛了！

聽眾：當然很多都不能夠成佛，有沒有成佛千分、萬分、億分之一？有沒有這個問題

呢？

聽眾：事實上，譬如我坐在這裏聽經，我當然是希望成佛的，但是能不能成佛都是未

知數，都不是一定成佛的。

羅公：他有個標準來量度你的種子的，有標準量度你的種子的。

聽眾：有一個看法可以質疑一乘，譬如我問，無情眾生是不是可以成佛？可不可以對

於「一切眾生皆可以成佛」這個講法構成一個質疑？譬如一塊石頭，石頭能不

能……

羅公：你是說無情的眾生？無情即是無佛性！即是無成佛的功能，叫做無情眾生，你

既然承認有無情的眾生，即是承認有些眾生不能成佛了，如果個個眾生都可以

成佛的，就沒有無情眾生了。是嗎？

聽眾：你說石頭是有情還是無情？

羅公：石頭不是眾生。

聽眾：那有情的物，無情的物。

羅公：石頭是非情，無情物的非情就不是。

聽眾：但是何解「道生說法，頑石點頭」？「道生說法，頑石點頭」。

羅公：「道生說法，頑石點頭」嗎？他自己心理作用，是嗎？心理作用，沒有人見到

他的，誰見到他？

聽眾：當地有些村民見到。

羅公：什麼？他自己講，可能，第一，可能他自己幻覺。第二，可能他騙人，世界上

有很多人騙人的，是嗎？那些不能用來做證據的，是嗎？但是某個菩薩講經講

得很好，「天雨寶花」，「天雨寶花，地湧金蓮」，這些不能夠，這些是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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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的東西。

聽眾：佛經有講的！天雨，「雨天曼陀羅花」。

羅公：是呀！佛經，所以這個與世俗完全脫離的，我們不說它是假的，但是「多聞闕

疑」，放在一邊，這些不是我們的境界，我們現在只是講我們所能達到的境

界，是嗎？而且佛經，這麼多大乘經典，其中有很多不是句句都是佛說的。所

以要依理，你看看《大般若經》，第一分、第二分、第三分、第四分，那四分

還是最大的，佔了全部經的十分之八以上，其實它一、二、三、四都是什麼？

一本詳細一些，略些，詳細些，略些。都是那些東西。

聽眾：即是感覺到佛經很多都是譬喻，「天雨曼陀羅花」都是講譬喻那樣。好漂亮，

那些花，好像落花那樣，這是一種譬喻式那樣，我看它的確是這樣的意思。

羅公：你有可以，即是說我們不會說它是譬喻，或者真是落花。

聽眾：空中花都講明是無的！是嗎？

聽眾：現在有花落都未定，因為何解？因為我們迷惑重，煩惱重。

羅公：「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及三千大千世界」。這句話那裡是這樣？是嗎？那裡

有這樣？

聽眾：這是形容。

羅公：形容，這樣如果「天雨寶花，地湧金蓮」，講來一樣可以，

聽眾：六種震動那些也是形容詞。全世界震動，美國整個火箭飛上去月球，那就全世

界震動了！是不是世界動？全世界都是比喻。

聽眾：心境。

聽眾：是嗎？全世界震動。

羅公：所以這些要記住「多聞闕疑」，我們了解多一些，但是值得，不能夠必定、一

定是這樣的，要闕疑，我們不要隨便判斷說它對或者不對。

聽眾：是，我們只是聽他講，有些這樣的境況。

羅公：但是有時來到三岔路口，你不能不走一條路的。譬如這樣，一切眾生到底是不是

個個成佛？這個你要自己，與你沒有什麼關係的，如果你是一個學者，我敘述而

已，你就可以這樣講了，好像霍韜晦他就這樣講。佛教一向都有兩種講法的，一

種說個個眾生都能夠成佛，一些就說有一些眾生一定不能夠成佛的，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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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過如果我們在於修行過程裏面，我們應該信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信一切眾生

是未來諸佛。這樣修行，是不是？應不應該？

羅公：沒有什麼大關係，沒有什麼大關係，很多信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譬如無著、

世親那些，中國的玄奘法師那些，圓測法師，中國的大德，所謂真真正正學問

很博的，太虛法師他都覺得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但是他不講，費事爭論，

他教都是這樣讀，你們自己決定，好像我現在也是這樣，你們自己決定，但你

就不要問我，你問我，我就要講我的主張，即是說我就相信有些眾生是不能成

佛的。因為他的理論比較，比較周密些。好了講了一些，你們講。這樣就講完

了，什麼叫做一乘，關於眾生皆有佛性就講完了。好了，這樣就到第三頁，已

經講一些，是嗎？第二了，上文是一切眾生個個成佛的，這個就有些眾生不能

成佛的了，「大唐三藏」，這個指玄奘法師了，「依諸經論」，他又依他的經

論，就「立有五姓」，將眾生的種性分為五類，記不記得？五種，江漢林？哪

五種？

聽眾：聲聞。

羅公：聲聞種性。

聽眾：獨覺。

羅公：獨覺種性。

聽眾：菩薩。

羅公：菩薩種性。

聽眾：不定。

羅公：不定種性。

聽眾：天人。

羅公：天人種性。五種。

有些成佛，有些不成佛的，即那些天人種性即是那些無種性的眾生，不能成佛

的，還有，聲聞與獨覺有兩種，一種是不定性的聲聞、獨覺，那些是屬於不定性的

人，一定成佛的！那種決定性的聲聞與獨覺，他入無餘涅槃，一入了涅槃就不能夠出

來了，不能成佛的，這樣就五種種性。哦！我還差上面一行，結論未講：「是故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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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成佛。」上文的結論：聲聞乘、獨覺乘的人都一定成佛的。

「由此諸經，實說一乘，假說二乘。」假說三乘，不是二字。二字，由得它，那

是二字來的。他怎樣？一樣通的，你看：「由此」，上文的那些經，真真實實來講是

一乘的，個個眾生都一定成佛的。「假說二乘」，聲聞、獨覺二乘是假說而已！現在

假說三乘又可以，是嗎？不過這裏是假說二乘，圓測法師原來是二字。明白了？你如

果歡喜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你就拿我這這個，你可以去講的。「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你可以的，這裡的資料都夠了。下面就說有些眾生就不能成佛的。

他說有五種種性，有一種是不能成佛的。五種種性之中，那些人天種性就叫做

「無種性」。「無姓有情無涅槃性。」無性的眾生是沒有得涅槃的那種功能的，這種

「涅槃性」是指入涅槃的功能。還有，有種二乘定性的，決定性的聲聞乘，決定性的

獨覺乘必不成佛，一定不能成佛的，其實我們最怕就是說這些眾生不能成佛，是嗎？

其實這個有人說這個是利己心作怪，他怕自己不能成佛，所以他一定要說所有眾生都

能夠成佛，個個眾生都能夠成佛他就有份了，有些不能夠成佛，不知自己是不是那個

不能成佛的呢？這樣講又刻薄一些，是嗎？

即是等於中國第一期那個共產黨的領袖叫做陳獨秀(1879－1942)，他說什麼？

他主張「仇孝論」，仇，仇人的「仇」，仇孝，他說「孝」是無意義的，那些父親養

兒防老完全是為己，那些兒童對父母這麼依戀也完全是為己的作怪。陳獨秀。明朝有

一個人叫做李卓吾(李贄 1527－1602)有一句這樣的話，「父母於子當有何恩？」父

親、母對於兒女有什麼恩呢？「當有何恩？」「但為情慾發耳」，他們兩個情慾就搞

出生兒子而已！「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兒子對於母親有什麼用處？

「譬如寄物甕中，出則離矣。」寄一件物在瓶裡面，拿出來之後就於瓶無關係了！明

朝的李卓吾，是大家來的，他講這樣的話。所以這個世界，這樣講法就太過，沒有了

溫情，又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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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有時愚忠愚孝我覺得也是不行的。

羅公：這樣也是。愚忠愚孝也是不行，孝而不愚，忠而不愚這樣好些，愚就不行了。

聽眾：譬如老爸、老媽去做賊難道你也跟著？我孝？我孝？

羅公：孔子就說不跟，但一定不跟也不行的時候也要跟的，他這樣說。所以孔子的儒

家與法家不同就是這樣，孔子周遊列國，去到葉國，那個縣長，那個封建主他

說：「吾黨有直躬者」，我們鄉下，這裏鄉下，「黨」就是那個 country，我

們的 country有個很直的率直的人，孔子見到很直，怎樣直呢？他繼續講：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聽眾：我的心就是想對你講這一句。

羅公：偷了隻羊，他的兒子走去做證人，你說它直不直呢？孔子就答：「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我們鄉下那些講直的與你們的直法不同，怎樣「直」法？他說：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親做些不好的事，兒子替他遮瞞，「子為父

隱」，兒子做了壞事，那個父親替他遮瞞，「直在其中矣。」那個「直」就已

經在裡面了。即是那個「直」是法律上的直，無情的，沒有情講的，法律不講

情的。孔子的「直」是在感情裏面講，人性與感情裏面講。與我們的這樣

「直」的，父親去偷東西，兒子做證就是歪曲你的性情，就不是「直」了。他

父親替兒子遮瞞，兒子替父親遮瞞表面上不是「直」，實在他的內心是純粹的

感情，很坦直的，是這樣的，人性就是這樣的。

聽眾：這些就是感情作用了。

羅公：是了。所以儒家就主張人情，人情多過法律。

聽眾：這些叫做人性，人性。

羅公：對了。

聽眾：共產黨是無人性的。

聽眾：不過你說對不對？你說對不對？你說對不對？

羅公：不證好，不證好些，對的，兩個都對。但是兩個講法，高尚的價值還是父為子

隱這個高尚些。這個高尚。

聽眾：這個以孝道來講就是這樣，但是譬如你令到某一方面對人就有很大損失的，是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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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這就是了，這個到時你用，所以什麼都要般若，用你的智慧來判斷了，到時要

判斷了。

很多問題，是嗎？要般若，就是以前那個紀曉嵐造的一本《閱微草堂筆記》，裡

面就提出這個問題，沉船，一個母親與家婆，那個丈夫就死了，又與兒子，抱著兒

子，沉船了，她可以救一個，救家婆還是救兒子？在這麼急的時間底下要一個女人這

樣判斷，煞費思量，如果捨棄兒子救那個家婆，孝，但是孝也不行的！斷了他的宗

族，是嗎？救兒子，這個兒子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那個老人家遲早會死的，但又不

仁。

這些事情，紀曉嵐就說：嘿！我都搞不定，就提出一個搞不定。還提出一件，一

個出嫁的，懷了胎，那個丈夫就死了，臨死的時候說：如果生出來的兒女你要替我撫

養大他，你才能夠再嫁。不要捨棄了他就再嫁。這樣結果父親、他的丈夫死了，她生

了一個兒子出來，她真真正正做針黹、做什麼養大那個兒子，那個兒子結婚時，舊時

代的人十幾歲就結婚了，那頭結婚，兒子已經成家立室了，那個地方都給了兒子住

了，她不同媳婦住，她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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